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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成本太高，一项租房支出就把人才
吓跑了”“房东不配合，办个居住证几乎跑断
腿，这可怎么办？”……随着各区陆续推出“人
才公寓”，不少在沪工作的白领青年算是阶段
性地缓解了住房问题。但是，如何申请呢？
在沪白领们为何选择居住在人才公寓而非市
面上其他类型的住房？记者日前就上述问题
展开调研，倾听沪上白领对人才公寓的真实
体验。

—价值——价值—

人才公寓租金更低廉更实惠
还能促进白领之间日常社交

比起普通的租房，白领们更喜欢的是人
才公寓，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它的实惠，
租金要比去外面租便宜不少，另一方面在于
它的“感性”，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带
动起一个个“小社群”的发展。

展示全新版“远亲不如近邻”

1984年出生的刘萌在航运企业从事行政
工作。2016年 5月，刘萌正式入住虹口区水
电路 1666弄的华虹苑，已经成家的他拿到的
是一套 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入住者除了妻
子、孩子，还有来沪帮忙照顾孩子的母亲。

刘萌告诉记者，单位里像他这样的白领
有50人左右，除了人才公寓，公司还提供了一
些单身宿舍。刘萌对自己申请到的人才公寓
十分满意，他介绍说，华虹苑距离江湾镇地铁
站并不远，且门口途经多辆公交车，一辆公交
车可以直达公司，“住在这里感觉挺好的，小
区环境很好，走廊卫生都很不错。每天有人
过来保洁楼道卫生、保安物业管理也相当到
位。申请者入住前也没有年龄要求。”

让刘萌觉得欣慰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
还有入住后良好的软环境。记者了解到，除
了较为低廉的租金外，同事同楼能形成一个
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让生活、工作合二为
一。原来，刘萌所住的公寓里有好几层楼都
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刘萌告诉记者，他们公
司属于航运企业，船舶24小时营运，因此员工
工作也属于“24小时工作制”，有时下班后他
们还一起讨论工作。“我们有一些业务方面的
事要交流，直接可以‘同楼会商’。单身的同
事会到成家的同事家吃饭，周末有时候我们
会开展聚餐，来一场‘水饺派对’。有娃的同
事家的小孩经常会互相串门，有几位同事的
孩子年龄相仿，在相邻的幼儿园、小学上学，
有的同事要出差或者加班，无法去接孩子，打
声招呼其他同事就帮忙接回来了。大家一起
交流，生活、学习比较方便。”有的住在同一幢
楼的白领形成了小社群，互相约饭、运动，甚
至还能形成“带娃互助小组”。

“双城生活”有了“缓冲阀”

欧科微航天是一家做卫星通信的高科技
企业。2018年1月下旬，之前在苏州工作的房
铁跳槽来到上海工作，担任市场部高级经理，
开拓全国业务。1981年出生的房铁在苏州已
安家落户，每天往返上海和苏州不方便，也因
此他选择周末再回苏州，平时住在公司为自己
申请到的泰翔嘉苑公寓，开始了“双城记”。

房铁告诉记者，自己每个月的房租是850
元，他申请到的是两室一厅的人才公寓，两个

人合住。因为要跑业务，做市场，拜访上海市
区的客户，他要全上海跑，公寓的地理位置也
不错，骑车的话 10分钟就到南翔地铁站了。
总体而言，他对自己申请到的人才公寓比较
满意。“小区的安保很不错，进入小区需要刷
卡。不定时会有阿姨上门打扫，将厨房收拾
一遍，公寓配的家电很齐全，有冰箱、空调、厨
房用具等。”房铁表示，入住人才公寓省去了
他很多麻烦，他2018年刚刚到上海工作，在上
海买房比较麻烦。而且他只是周一到周五有
入住需求，人才公寓的租金非常实惠。到外
头如果和别人合租的话，一方面不是很熟，另
一方面自己出差比较多，和同事住相对比较
安全。

1994年出生的白领万灵玉于 2016年毕
业，到欧科微担任人事工作。同年 7月，她入
住位于南翔德园南路485弄的人才公寓，两室
一厅，两个人住。万灵玉告诉记者，她现在每
个月的租金是750元，公司为他们承担了一半
的房租，相当于是给员工的福利。“前两年，嘉
定提供给企业福利，我们入住人才公寓是不
收房租的，相当于享受了两年免费待遇。”

之所以选择人才公寓而非外面自己租
房，万灵玉有自己的考量，她表示，人才公寓
距离公司比较近，只有一公里的距离，步行上
班也就 15分钟，而且和同事一起住安全更有
保障。“从房租来说，入住人才公寓比自己出
去在外面租房便宜很多，毕竟公司承担了一
半的房租，还比自己找中介要靠谱一些。还
可以办居住证，非常方便。”

万灵玉还表示，因为入住了人才公寓，员
工间的关系不仅仅止步于同事关系。大家因
为住在一个小区的缘故，周末会相约去体育
馆打球。“住在人才公寓的大部分不是本地的
年轻人，到了上海人生地不熟的，但大家互相
照顾关系更为和谐，比自己去外面租房要好
很多，在很多小区，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开门
进出打个照面就算很好了，人在异乡有能说
话的朋友，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新同
事入住了大家也会帮忙搬家。

万灵玉还发现，2016年 7月份入住人才
公寓时，已经有老的一批人入住了，有同事成
立了羽毛球群，群里大部分是单身的同事，工
作之余大家会相约打球、去附近的公园跑步。

“每次有新入职的员工，我们就会和南翔
古猗园经济城申请，看是否有多余的房间可
以给我们员工。”作为公司的人事，万灵玉也
负责帮公司同事申请人才公寓，“两年里，我
们大概有二三十位同事申请人才公寓。刚开

始房间数是有数量限制的，所以申请者按照
入职顺序来入住。”

—渠道——渠道—

个人申请不如公司申请顺畅
但能为员工申请的企业却不多

在虹口人才公寓居住的刘萌介绍说，他
所居住的人才公寓需要通过用人单位申请，
一般是两年一签，可以续签三次，也就是可以
入住六年。刚入住的时候，公司让他们统一
做了居住证办理登记。入住人才公寓的白领
们对房租低、可办居住证、居住时间稳定等

“公寓福利”赞不绝口。那其他在沪白领们要
如何申请呢？记者日前进行了一番调查。

个人申请排队要按“年”计算

“我想申请人才公寓，请问要如何操作
呢？”上周工作日，记者走入位于徐汇区馨逸
公寓居住申请办公室，如是咨询现场的工作
人员。

“现在个人申请业务已经暂停了。”馨逸
公寓工作人员解释说，在 2013 年到 2015 年
间，这块公寓有2000余套房。目前还有2000
余名申请者在排队等候。“2015年排队的人还
没等到房源呢。所以个人申请渠道目前是关
闭的。不过，你可以持续关注房源信息，如果
着急入住的话，你还可通过单位渠道申请。”
工作人员介绍，人才公寓的性质属于公租房，
分为个人与单位两种申请渠道。无论哪一种
申请渠道，申请人都需要到上海指定办事处
进行备案登记公租房准入资格证，在确认符
合条件后，他们才可“入库”“排队”。

记者了解到，属于公租房性质的人才公
寓分为市级统筹和区级统筹两种。“入库”青
年若申请市级人才公寓，通常不受工作地点
限制，若申请区级人才公寓，则只可申请工作
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的人才公寓。不同人才公
寓因地理位置与价格不同，“抢手”程度有所
差别。在馨逸公寓，个人申请者至少要排队
等候两年。

“望公寓兴叹”的陈先生是一位“90后”，
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在一家传媒公司
就职。他在2014年第一次了解到公租房是因
为自己的一位好友。“我们一群好友去她家开
派对时，我了解到了人才公寓福利多多，迫不
及待就想筹备去申请了。”陈先生在媒体工作
的大学同学在工作 3个月后就在单位安排下

住进了位于静安区的公租房。“这位朋友还是
上海人。”陈先生说，据他了解，人才公寓属于
公租房性质。户籍在沪者人均居住面积小于
15平方米也可申请。陈先生当时浏览了附近
的租房价格，在发现一室一厅的公租房的月
租金比旁边普通房屋便宜 700-1000元时心
动了。“都是同学，她能申请，我也可以啊。”抱
着这种心态，他第二天就找到了公司人事。

“我的朋友申请了公租房。我现在租住的
地方离公司远，价格高。我也有住房需求，想
问下我要走什么申请流程呢？”陈先生问道。

“都什么年代了，企业怎么会管员工住宿
呢？”面对人事这样的回复，陈先生愣了一会，
又简明扼要地和人事介绍起上海的公租房政
策。“哦，我们公司不办的。”人事一口回绝了
陈先生。并未放弃的他之后找到了好友居住
的人才公寓管理方，提出个人申请的诉求。

“当时工作人员直接劝我放弃。”陈先生说，工
作人员表示排队起码两年，等排到他时说不
定都没有租房需求了。“公司不协助，个人难
办理。”陈先生在申请人才公寓上频频受挫，
他自嘲说：“我就是不上不下的‘夹心人才’。”

公寓资源有限用人单位难申请

当下，上海各区为解决人才住房问题频
出“大招”。低价的高品质人才公寓逐渐成为
更多白领的选择。但记者采访 5个区的人才
公寓后发现，个人申请耗时较长。相较而言，
用人单位在人才公寓类申请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申请者若从单位渠道申请公租房有

“加速”的机会。“我是刚通过单位申请搬入这
里的租客。”海琳（化名）去年从大学毕业后进
入上海证券行业就职。工作不到三个月，她
了解到公司可以为非沪籍员工申请人才公
寓，便提交了申请。没想到今年6月公司就安
排好了房屋。因空房数量有限，海琳考虑房
间朝向，最后选择了一间两室户并顺利入住
了。“听说单位申请人才公寓比个人申请的落
地速度更快。”海琳表示，她也是搬家时才得
知个人申请者需要等候两三年的时间才有机
会入住，“相比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我最
近打算接爸妈到上海一起住。”

为何单位申请有“优先权”？记者就此问
题询问海琳所住公寓的工作人员。“所有在沪
注册的企业都可以为员工申请公租房。为保
证在本区工作的人才可以解决住房问题，管理
方是与若干家有意向的单位合作。部分单位
会为员工预留房屋。”工作人员如此介绍说。

在了解到全市企业均可以单位渠道申请
人才公寓时，在沪工作的白领高美琪坐不住
了。性格直爽的她当时直接电话联系了公司
人事，“我咨询到在沪企业都可以申请人才公
寓，为啥我们公司没有呢？”人事回复高小姐：

“我们再了解一下。”隔日，高美琪接到人事的
回复，公司所在辖区的公租房已住满了，目前
企业也需要排队。

记者在随机采访在沪其他企业人事时获
悉，目前能为员工申请人才公寓的企业多是
园区内的扶植企业，比如宝山区中成智谷为
电竞企业提供人才公寓，位于浦东新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的优质企业也有人才公寓资源。
放眼全市用人单位，能为员工提供人才公寓
申请的企业是有限的。记者随机采访了解
到，多数人事管理部门员工还是将人才公寓
申请当成“额外工作”，很少涉足。

来源：青年报

价格低廉、邻里关系亲切、住房条件优厚，人才公寓在沪受追捧

“香饽饽”遇到“僧多粥少”
不是所有达标人才都能“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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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响文化品牌

（上接▶1版）产业的背后，是这座城市的底气、底
蕴。在吸引文化产业落户，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
我们非常重视，去年还专门做出关于文化强区的决
定。目前，虹口已有中图蓝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明珠创意产业园、1933老场坊等 11家园区被授牌成
为上海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推动智造为上海作出虹口的贡献

赵永峰说，虹口有两大两新的产业，即大数据、大
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目前已集聚了超过一万家科技
服务型企业。这些企业中，很多属于制造前端行业。

坐落在虹口的中远海运重工，造船能力在全国所
有造船企业中雄踞前三，其中四十多种船填补了国内
造船业空白。虹口还有很多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周边还有上海
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等。我们跟这些
科研院所加强合作，通过政府的引导、支持、资助，在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中，努力推动智造，为上海作出虹口的
贡献。

赵永峰表示，打响“四大品牌”不是着眼于现在，也
不是着眼于一个地方，而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二十、
三十年后的上海，着眼于上海怎样代表中国参与全球
竞争。

发展为了人民，我们谋划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怎
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无论是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政府服务的改革，还是打响“四大品牌”，都是为了提
升虹口的品质，提升虹口发展的质量，用虹口高水平的
发展提高虹口人民的生活质量。坚持高标准管理、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这是虹口追求的目标。

制造
品牌

（上接▶1版）数据显示，2017年，国客中心邮轮码头累
计停靠访问港邮轮达 23艘，同比增长 53%；接待游客
3.4万人次，同比增长 97.2%；高端奢华邮轮挂靠航次
显著增加。

此外，北外滩目前已集聚了中国船东协会、上海航
交所、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等 35家航运功能性机
构；《中国航运发展报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上
海航运交易所三大运价指数、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
运中心发展指数等重要数据每年定期在北外滩发布；
中国航运 50人论坛、SISI国际港航发展论坛、亚洲航
运财富论坛等大型活动都在北外滩举办，地区航运氛
围更加浓厚、航运地标更具特色、航运要素更加多元。

精准服务 打造虹口航运服务品牌

除了航运业的“硬实力”不断提升，北外滩的另
一张名片也日益凸显，那就是航运服务。2003年，专
门负责本区航运产业发展和服务的区航运办正式成
立，很多航运企业和机构都享受到了定制化的政策
扶持和周到的企业服务，成立于 2008年的上海瑞宁
航运有限公司可谓感受颇深。

据了解，瑞宁注册成立后不久，因业务拓展需
要，急需办理一张煤炭运营许可证，但按当时的正常
流程办理，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严重耽误企业的业
务拓展进程。得知情况后，区航运办立即与区相关
部门协调联系，一边帮企业咨询所需申请材料，一边
为企业争取开辟“绿色通道”，最终仅花费一个星期，
就帮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现在提倡的‘政府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我们早在 10年前就体验到了。”公
司副总经理相洪川说。

2016 年，本区专门出资 4000 万对霍山路 150 号
进行整体修缮，建设上海北外滩航运服务中心，并以
零租金的形式提供给本区重点航运功能性机构办公
使用。而依托这些机构的“智力”优势，上海北外滩
航运服务中心不仅成为“两圈”建设的重要“哨兵”，
也将吸引和集聚更多航运机构、业界专家、航运信
息，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大脑”，更好地为航运
产业服务。

区航运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上海全面打响
“上海服务”品牌《三年行动计划》的提出，北外滩将
继续提质增效，加速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运服
务集聚区，在全国乃至全球航运界，进一步打响北外
滩航运服务品牌。

畅谈虹口如何打响“四大品牌”

从“老码头”到“新基地”


